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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 百 擔 保 個 人 特 惠 貸 款 計 劃(1)

 「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專為因疫情而失去來自就業的主要經常收入的人士而設，貸款由政府作為 
擔保，貸款額上限為 HK$100,000 或在職期間平均月薪的 9 倍。

• 劃一實際年利率為1% (2)

• 全數利息退還 (3) 

• 貸款額高達 HK$100,000或在職其間平均月薪9倍（以較低者為準）(4)(5)

• 還款期為 120個月，並於提取貸款後首 18個月還息不還貸款本金

• 另設加借貸款 (5)予前/現有「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人士

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計劃」）主要特點：
1. 申請期由2021年10月27日至2023年4月30日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2. 實際年利率1%之每月平息，請參閱以下貸款例子。
3. 客人如在還款期結束前全額還款，已繳付的利息可獲全數退還。利息退還將於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從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獲得有關利息 

退還後兩個月內存入客戶的還款戶口。
4. 恒生保留最終獲批核之貸款額按個別客戶情況而有所調整之權利。若閣下之貸款申請未能符合審批要求，恒生可能會拒絕此貸款申請，或會按個別 

情況批核貸款予閣下，惟貸款金額可能按有關條款有所調整。
5. 每位借款人最高貸款總額為HK$100,000扣減計劃下已獲批核或已被借款人提取的貸款總額，或在職其間平均月薪9倍，以較低者為準。

註：
• 如最終批核貸款額與要求貸款額/加借貸款額相同，貸款額將直接進誌你所指定的恒生銀行戶口內，而貸款額進誌該户口當日會有短訊作為通知。 

貸款之還款日將設定於發放貸款後一個月。詳情可參閱相關條款及細則及提取貸款通知書。
• 恒生銷售人員之薪金制度（包括底薪及花紅），乃基於多方面的表現，並非只著重銷售金額。

首次貸款
申請資格：

1.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年滿 18 歲；及

2. 申請日起計已經持續兩個月或以上失業，被停職，業務已停止或失去主要經常性收入超過一半；及

3. 自申請之日起，借款人不屬於未獲解除破產人士及未有針對其的破產呈請或法律程序；及

4. 持有有效恒生銀行個人戶口

首次貸款例子

貸款額（港元） $5,000 - $100,000

還款期 120個月（包括18個月的還息不還貸款本金安排）

每月平息 0.0490%

實際年利率 1%

還息不還本期間每月還款額（港元）- 以每萬元港元貸款計 $4.90

還息不還本期後每月還款額（港元）- 以每萬元港元貸款計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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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借貸款
申請資格：

1. 曾通過恒生銀行申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 貸款，並成功提取貸款；及

2. 前/現有「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貸款無逾期還款記錄；及

3. 自申請之日起，借款人不屬於未獲解除破產人士及未有針對其的破產呈請或法律程序；及

4. 持有有效恒生銀行個人戶口

加借貸款例子

A 先生從 2021 年7月起失業，並於 2021 年 10月提取「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貸款 HK$45,000，由於 
A先生現時仍失業，因此希望申請加借貸款。

1. 若銀行根據A先生上次申請時所遞交的證明文件作審批，A 先生現最高可加借 HK$22,500（每位借款人最高
可提取貸款額（即前/現有貸款的原貸款額及加借貸款額之總和）為HK$100,000），計算如下︰

  （前/現有貸款額HK$45,000 ÷ 6 × 9）- 前/現有貸款額HK$45,000 = 最高加借貸款額HK$22,500

2. 由於A先生現可提交新文件證明失業前的月薪為HK$12,000，最高貸款額（即前/現有貸款的原貸款額及加借
貸款額之總和）計算則為失業前的月薪的9倍，或HK$100,000扣減計劃下已獲批核或已被提取的貸款總額，
以較低者為準，計算如下︰

 月薪HK$12,000 x 9 = HK$108,000（若超過HK$100,000，則以HK$100,000作計算。）

 最高貸款額HK$100,000 - 前/現有貸款額HK$45,000 = 最高加借貸款額HK$55,000

前/現有貸款額（港元） $45,000

最高加借貸款額（港元）
使用現有證明文件︰$22,500
提交新證明文件︰$55,000

加借貸款之還款期*
120個月

（包括18個月的還息不還貸款本金安排）

每月平息 0.0490%

實際年利率 1%

還息不還本期間
每月還款額（港元）- 以每萬元港元貸款計

$4.90

還息不還本期後
每月還款額（港元）- 以每萬元港元貸款計

$103.00

* 前/現有貸款的還款期及每月還款額維持不變。

註：

• 所有實際年利率乃依據銀行營運守則所設定之淨現值計算方法計算。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銀行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
費用與收費（如適用）。

• 有關每月還款額已進至毫位計算。每月還款金額中本金及利息之比例按「78法則」之方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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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文件（只適用於首次貸款及加借貸款（提交新證明文件）的申請）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

2. 借款人應提供其最新的居港住址證明（自申請之日起 3 個月內），如水電費帳單、互聯網服務或電話帳單、政府徵收差餉或地租 
通知書、租賃協議或租金收據、任何政府部門、強積金計劃或職業退休計劃服務提供者或任何公共機構發給借款人的任何通信 
函件（例如，稅務局）。 

 借款人亦可提供其他文件證明其居港住址，例如借款人的前僱主發出的報稅表，銀行或保險公司發出的賬單。 

 如果借款人只能提供與其一同居住的其他人（如家庭成員）名下的最新的住址證明，借款人須提供聲明（借款人提供的補充資料及/或
聲明）以釋其現狀並提供發給本住址的借款人的銀行帳單。在任何情況下住址證明都是必須的。

3. 前就業或經營業務及主要經常性收入證明

 以下文件證明從2020年1月 (##) 至2022年2月指定期間之至少3個月的在香港就業或經營業務及主要經常性收入證： 

 (##) 鑑於在2020年第一季度失業，被停職或已停止其營業（適用於自僱經營業務人士）的借款人或未能提供指定期間至少3個月的 
就業或經營業務和主要經常性收入證明，貸款機構會將酌情處理有關個案，或考慮借款人從 2019 年 7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間至少 
三(3)個月的就業或經營業務和主要經常性收入證明作為依據。

(i) 至少3個月銀行月結單或存摺顯示相關的自動轉賬薪金（例如顯示薪金、工資，僱主名稱描述的收款條目）；

(ii) 現時或前僱主發出的糧單或工資收據，或其他文件（例如顯示借款人最後薪金和在職期間的報稅表或任何正式文件，如終止 
合約信函、最後/遣散費付款表、強積金或職業退休計劃的2020或2021年度報表，或每月供款記錄）可用來確認或推論借款人
的 3 個月的每日或每月工資（統稱為「工資確認文件」），並附上顯示相關收入由銀行轉帳或支票或現金存入的銀行月結單或 
存摺。如收入由支票支付而未能提供相關工資確認文件，請提供銀行已處理支票的副本及文件以證明借款人與支票付款方的 
僱傭關係；

(iii) 銀行月結單或存摺（包括借款人的獨資企業、合夥企業或具有限責任的私營公司（如適用）或自由職業者的主要銀行賬戶的月結單
或存摺）顯示相關商業交易記錄，並附上任何3個月的文件證明產生主要經常性收入的的商業活動。證明商業活動的文件包括：
銷售或服務合同或發票或其他商業記錄或通信往來；

(iv) 2019/2020或2020/2021或2021/2022財政年度的稅單（包括借款人的獨資企業、合夥企業或具有限責任的私營公司（如適用）
的稅單）以及評估詳情。

4. 失業，被停職或停止經營業務狀況證明

 申請貸款時失業，被停職或停業（適用於自僱經營業務借款人）至少連續兩(2)個月，並且可提供失去超過一半在香港就業（不適用於
自僱經營業務人士）或失去在香港經營業務所得的主要經常性收入。

(i) 在提交貸款申請表前3個月內的任何連續2個月，借款人的個人銀行帳戶（及/或自僱經營人士的主要業務經營銀行賬戶）月結單
或賬戶存摺，證明已失去超過一半在香港就業（不適用於自僱經營人士）或失去在香港經營業務所得的主要經常性收入。 
請注意：除非有其他證據，所用銀行帳戶應與本貸款申請表中用來顯示3個月的收入證明的帳戶相同。

(ii) 適用於自僱經營業務人士： 

 已提交商業登記署的通知結束業務表格或獨資或合夥完成銷售證明，或商業登記處的表格1(a)或表格1(c)顯示借款人已停止
營業或不再是獨資或合夥人（視情況而定）。或者，借款人可以提供 (i) 獨資、合夥經營者，或具有限責任的私營公司（視情況 
而定）在提交本貸款申請前3個月內連續2個月發出的主要銀行賬戶的最新月結單或存摺，顯示沒有因新商業活動產生的賬戶
交易；(ii) 相關自僱經營業務的商業登記證；以及 (iii) 如果在相關銀行月結單或存摺上顯示賬戶活動，借款人必須於本貸款申請表
上提供聲明以說明該些非經營業務相關的交易（如有）及提供合理的解釋及證明文件（如適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貸款服務熱線2997 3882。

如未能履行還款責任，有可能會影響閣下在信貸機構中的信貸紀錄，銀行會按照一般程序處理。

申請途徑：
 掃瞄QR CODE  瀏覽恒生銀行網頁或

 即時申請或 請列印、填妥並簽妥附奉之申請表格連同有關文件副本交回 
  任何恒生分行或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政局郵箱七四一四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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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之貸款產品資料概要

此乃定期貸款產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費用及收費等資料僅供參考， 

定期貸款的最終條款以貸款確認書為準。

貸款類別 定期貸款

申請資格 -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年滿18歲；及

- 申請日起計已經持續兩個月或以上失業，被停職，業務已停止或失去主要經常性收入超過一半；及

- 自申請日起，借款人不屬未解除破產及未有破產申請或者訴訟及持有有效恒生銀行個人戶口

最高貸款額 最高貸款額以較低者準

- 2020年1月至2022年2月期間在職其間任何3個月的平均月薪9倍或2019/2020或2020/2021或2021/2022
財政年度的稅收繳款單平均應課稅收入9倍

- 港幣100,000元（即如借款人曾獲批核或提取計劃下的貸款，最高申請貸款額不應超過港幣100,000元扣減
計劃下已獲批核或已被借款人提取的貸款總額。）

還款期 還款期為120個月，並於提取貸款後首18個月還息不還貸款本金

如你未能履行還款責任，有可能會影響你在信貸機構中的信貸紀錄，我們會按照一般程序處理

貸款用途 不限

利率及利息支出

實際年利率
貸款額（港元） $5,000 - $100,000

還款期 120個月 
（包括18個月的還息不還貸款本金安排）

每月平息 0.0490%

實際年利率 1%

還息不還本期間每月還款額（港元）- 以每萬元港幣貸款計 $4.90

還息不還本期後每月還款額（港元）- 以每萬元港幣貸款計 $103.00

逾期還款年化利率/就違約貸款收取
的年化利率

不適用

費用及收費

手續費 不適用

逾期還款費用及收費 每期HK$100

提前還款/提前清償/贖回的收費 不適用

退票/退回自動轉帳授權指示的收費 不適用

利息退還 你如在還款期結束前全額還款，縱使有遲交紀錄，已繳付的利息亦可在恒生從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獲得 
有關利息退還後獲全數退還。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我”，“我們”，“我們的”）
2022年4月

註： - 所有實際年利率乃依據銀行營運守則所設定之淨現值計算方法計算。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銀行產品的基本利率及 
其他費用與收費（如適用）。

 - 每月還款金額中本金及利息之比例按「78法則」之方程式計算。


